
2020 年 1 月 妇女研究论丛 Jan． 2020

第 1 期 总第 157 期 Journal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No． 1 Ser． No． 157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留守妇女的新特点与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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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提到了战略高度，在重视城乡融合的基础上推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除吸引优秀

人才返乡创业、返乡就业外，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还必须调动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中国长期以来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程已经使流动人口与留守人口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流动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留守人口相对减少相辅相成。农

村留守妇女在总体数量上已经大大减少，留守地也从农村转向乡镇乃至县城。概言之，现阶段的农村留守妇女是经过长期市

场和政策筛选后的“剩余”群体，她们面临着更为沉重的照料负担、更为严峻的婚姻危机和更难启齿的疾病困扰。农村留守妇

女的这些新特点和突出问题需要得到政府更有的放矢的关注和干预，使她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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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s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dentified“Ｒural Vitalization”as the central strategy for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part from encouraging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to work in their

hometowns，rural vitalization has to mobilize the left-behind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However，the big picture of migrant and left-

behind population in China has been changing prominently within the four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dramatic growth of migrant populations goes hand in han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decline of left-behind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Particularly，the total number of left-behind women in villages has been decreased rapidly，and their locations

have been moved upwards to towns and townships or even counties． However，the reduction in their numbers and the change of loca-

tions do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problems faced by left-behind women have been solved． In contrast，the current group of left-be-

hind women proves to be the most disadvantaged who are screened by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policies，unwanted，unneeded or left

over． They are faced with heavier burden of caring for others，more severe crises in marriage，and new and unexpected diseases． The ur-

banization process guided by the state policy has siphoned off the rural labor to its extremes，and left-behind women( or even left-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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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 have to be endowed with more public and social support in such a context，so that they could b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rural

vitaliz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新

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目前

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案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要

探讨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现实背景，特别是现阶

段农村留守人口的新特点和新问题。其中，留守妇女

作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尤其值得关注。
留守现象与留守人口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

人口流动规模庞大，增速迅猛，这使中国的“三留守”
( 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问题成为学界长期

关注的焦点。综合来看，以往对留守群体的研究多从

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主要聚焦三个问

题: 留守的原因; 留守的影响; 对留守群体的社会支

持。虽然研究结论不尽一致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但

对留守妇女的研究发现可大体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 1) “谁外出，谁留守”的决策是家庭在权衡利弊

的基础上做出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以及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使留守妇女在数量上远

远多于留守丈夫，这是留守妇女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
( 2) 留守对妇女自身、对留守家庭、对农业生产方

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表现在留守妇女的身心

负担加重、拆分式家庭中的情感维系和两性关系面临

挑战、农业生产出现女性化和老龄化的趋势等方面。
( 3) 对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不足。尽管留守问

题已经引起相当多的关注，但对留守妇女的社会支

持还较少，多为地方政府、妇联或其他社会团体发起

的项目活动，缺少延续性，也没有形成体系①。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流动逐渐出 现 多 元 化 趋

势［1］(PP43－62)。段成荣等根据 1982－2005 年历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规

模不断增大，流动人口多出于经济性的原因流动到沿

海城市，年龄结构以成年人为主，其受教育程度有所

上升。他们在城市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性别的构

成也逐渐均衡，有更多的女性主动外流，且出现了举

家迁移的趋势［2］(PP30－43)。在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基础

上，段成荣等进一步发现，留守妻子的规模在进入 21

世纪后从剧增到快速减少，其中农村留守妻子的减少

速度更快; 她们多留守于城镇，并且多和老人、子女共

同留守［3］(PP21－26)。在有些经济发达地区，还出现了留

守妇女部分或全部脱离农业生产、从事非农兼业的趋

势。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如何?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现有的留守妇女关爱政策和保障服务提出了怎样

的挑战，特别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

战略有何影响?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中国农业大学留守人口研究课题组( 以下简称

课题组) 2004 年以来长期专注于留守人口的研究。

课题组 2016－2019 年调研②发现，商品化和市场化

的压力以及教育政策导致的“文字上移”［4］(PP46－54) 已

经最大限度地将劳动力从农村抽离。现阶段的农村

留守妇女③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被市场机制和国家政

策筛选后的“剩余”群体，她们在经济上主要依靠在

外务工的丈夫，在情感上面临更为严峻的婚姻危机，

在生理上可能需要忍受新的难言的疾病困扰。课题

组认为，留守妇女出现的这些新特点是国家与市场

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的交错作用使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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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叶敬忠、潘璐: 《别样童年: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叶敬忠、贺聪志:《静默夕阳: 中国农村留守老人》，北京: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许传新:《农村留守妇女研究: 回顾与前瞻》，《人口与发展》2009 年第 6 期，第 54－60+73 页。
课题组于 2016 年 7－8 月在中国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选取 4 个劳动力外流的大省( 河南、四川、江西、贵州) ，并在每个省

选择了一个县开展调研。与当地民政部联系人商定深度访谈的农村社区后，课题组访谈了 5 个农村社区中能找到的全部

留守妇女，共计 91 人; 同时访谈了村干部、社区主要知情人以及县、乡两级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包括民政、卫生、教育、扶贫、
公安、疾控中心等部门以及县妇联。如无其他说明，本文所引案例均来自课题组 2016 年的调研。课题组于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前往广西、云南、江西、湖南四地调研农政变迁与精准扶贫，期间收集了有关留守妇女的案例资料，也在本文得以体现。
本文将“留守妇女”界定为年龄在 60 岁以下、丈夫在外务工 6 个月以上的农村户籍妇女。



守妇女面临的突出问题发生了亟须重视的转变。对

留守妇女的新特点及其面临问题的分析，可以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案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现阶段留守妇女的新特点

现阶段农村留守妇女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 数

量显著减少，留守地点上移; 农业生产性活动减少，

非农兼业相对增多。这些新特点的形成，一方面可

归因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城市与工业偏向的发展战

略; 另一方面可归因于国家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乡村

振兴等政策和战略带来的乡村产业复兴。
( 一) 留守妇女数量减少，留守地点上移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农村人

口的乡城流动已经成为常态化趋势与现象。国家计

生委流动人口司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流动人口数

量已从 2009 年的 2． 11 亿增长到 2018 年的 2． 88
亿，占总人口的 20． 6%，相当于全国每 5 个人中就有

1 个是流动人口④。在微观的农村社区和家庭领域，

人口流动的普遍化表现为，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能走

的都走了”。与之相应的是，留守人口的急剧减少与

农村的凋敝，其中减少最为显著的是留守妇女。
课题组在 2013 年河南 10 个村调研时发现，留

守妇女在留守人口中所占比重已远低于老人和儿

童，并且数量仍趋于减少。留守妇女的年龄主要在

40－55 岁( 占近 65% ) ，文化程度偏低 ( 小学及以下

的比重占近 60% ) 。全国范围的数据同样说明了现

阶段留守妇女在数量上的新特点。段成荣等根据第

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年和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出 2015 年全国留

守妻子⑤的总规模为 3044 万，其中农村留守妻子约

1717 万。该研究同时发现，2010 年后，留守妻子的

数量出现了负增长，2010－2015 年共减少了 16． 5%。
而且，有近半数( 43． 72% ) 的留守妻子居住在城镇;

“和老人、子女一起留守”成为主要的留守方式⑥。

因留守妇女在数量上减少，在居住上分散和上

移至乡镇与县城，故在课题组 2016 年的调研过程

中，寻找留守妇女成为耗时最多的工作。表 1 反映

了调研时各村庄留守妇女的数量，从中可见，各村的

留守妇女在村庄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比较低了。

表 1 各调研地村庄留守妇女数量( 2016 年)

单位: 人

村庄名称 总人口 劳动力 流动人口 留守妇女

河南省 TP 村 3486 1980 1200 145
河南省 DJS 村 3160 2000 + 1000 + 100 +
江西省 LB 村 2190 1040 1100 50 +
江西省 GJ 村 1920 1320 600 + 0 17
四川省 WH 村 2252 1300 + 700 + 0 37

注: 根据课题组对各村文书或村长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

此外，课题组还发现存在哺乳期留守现象。这

部分留守妇女通常在怀孕待产时回到村庄，生产后

短则一个月多则半年就会给孩子断奶，然后迅速返

回城镇务工。其中有些妇女因为停留的时间不足半

年，甚至不能被纳入我们所界定的留守妇女范围。

可以说，村庄里“能走的都走了”，“暂时不能走的都

在盘算什么时候再走”。
( 二) 农业生产性活动减少，非农兼业相对增多

以往的研究注意到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之后，

农村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现象［5］(PP86－93)，“男耕女织”

被“男工女耕”所取代，这造成了留守妇女的劳动负

担沉重［6］(PP20－25) ; 而且农业女性化并没有提高留守妇

女的地位，相反，因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巨大收

入差距，务工收入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对

家庭生计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成为一种补充性副业

或“家务劳动”［7］(PP73－84)。课题组 2013 年在河南 10

个村的调研也表明，务工收入已经占到农户家庭总

收入的 60%－80%，农业收入占比很小［8］(P56)。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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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 年农民工监测报告》，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zxfb /201904 / t201904 － 29_166226－8． html。
段成荣的研究中将留守妻子界定为丈夫外出流动后作为妻子留守在户籍所在地的女性，年龄为 20－59 岁。这一概念界

定与本文留守妇女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户籍。参见段成荣、程梦瑶、秦敏:《剧变中的我国留守妻子及其学术与公共政

策含义》，《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6 期，第 21－26 页。
钟斌在湖南浏阳的调研也表明，与子女、父母或公婆同住的留守妇女占调研总数的 65． 3%。具体可参见钟斌:《农村留

守妇女生存现状及思考》，《湖南社会科学》2013 年第 5 期，第 121－123 页。



务和农活难以两全的情况下，留守妇女多以家庭照

料为主，并不会在农业生产上投入太多精力，她们广

种薄收，改种其他易于管理的作物、抛荒和转租等现

象也较为常见［9］(PP14－18)。这虽然减轻了女性的负担，

但也可能使女性在经济上比以前更加依附于男性，

相对弱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10］(PP19－21)。
近年来，农业的去小农化趋势明显，土地流转加

剧，机械的使用和雇工的兴起进一步使留守妇女脱

离或部分脱离了农业生产。2012 年，钟斌在湖南浏

阳的调研发现，兼从事农业生产和种养殖业的留守

妇女仅占 15． 1%，有将近一半( 45． 7% ) 的留守妇女

只做家务，在附近企业打工的占 25． 3%，剩下的在

村委 会 工 作 或 从 事 个 体 经 营［11］(PP125－127)。课 题 组

2016 年调研的河南省 TP 村约有 80%的土地以每亩

200 元现金、200 斤稻米的价格流转给了种粮大户，

流转期为 10 年⑦。就全国范围而言，家庭承包耕地

流转面积超过 4． 7 亿亩，已经占到家庭承包经营耕

地总面积的 35． 1%⑧。此外，2016 年的调研还发

现，不少留守妇女即便是种地，也只种一点口粮田和

几分菜地。一个留守妇女说，她一年在田里的时间

“也只有两三天”。还有部分留守妇女从未做过农活，

田地全由公婆打理，“地在哪里都不知道”。
另一个趋势是农村留守妇女的兼业劳动相对增

多。叶敬忠等发现，村落和乡镇出现了大量的餐饮

业、小商店 /超市、纺织厂、鞋厂以及其他类型的作坊

和中小企业。留守妇女受雇于当地企业的不在少数，

这些企业允许和鼓励留守妇女带活回家。少数留守

在乡镇或县城的妇女甚至自己做起了洗车、餐饮、日
用品店等生意［8］(P83)。课题组 2019 年在江西石城调研

时也发现，当地白莲产业的兴盛使村庄中出现了很多

小型的家庭作坊，主要加工和生产白莲子。很多留守

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受雇于此，从事莲子脱壳、去

芯等劳动。“( 加工) 一斤莲子可以得 1． 8 元，一个暑假

搞得好可以有千把块的收入。”2019 年课题组在湖南宜

章县的调研发现，留守妇女的就近就业现象明显增多。
她们受雇于电子器材厂、饰品厂、玩具厂、砖厂等劳动密

集型企业，每月收入为 2200－2500 元。“比去广东还

强一些，吃喝几乎不花钱，还能照顾家里。”每个村庄

内企业的雇工人数不等，20－30 人的也有，100 人以上

的大车间也不少，其雇工多为中年留守妇女。
留守妇女在人口数量、留守地点、务工方式上的

上述变化折射了中国发展政策的变迁和调整，也反

映了国家与市场力量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自改革

开放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和战略提出之

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因循的是一条较为明晰的

城市化、工业化、商品化路径。这表现为城乡收入差

距的扩大( 对农业剩余的提取) 、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

集中( 主要表现为 2001－2011 年的“撤点并校”政策)

以及中国城市化率和城镇化率的不断攀升( 户籍制度

逐步松动，2018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 59． 58%⑨) 。
虽然期间国家政策有过少许调整，如取消农业税、推
行“工业反哺农业”、实行“新农村建设”等，但农村

劳动力的外流趋势一直较为显著。农村劳动力外流

主要是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更多的货币化收

入，或陪同子女在乡镇、县城就读以获取更优质的教

育资源。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东部发达地区的很多产业逐渐转移到中部和西部

地区的农村，返乡创业、返乡就业成为新的潮流，并得

到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的补贴和支

持。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近 1－2 年来中国农民工数量

的增速出现了放缓( 2017 年农民工数量的增速为 1．
7%，2018 年为 0． 6% ) 的趋势，且省内就业比例有所

上升( 2018 年比 2017 年提高了 0． 7 个百分点) 瑏瑠。这

些新变化，尤其是村庄内新出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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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留守妇女李某计算，若自己种粮卖，每亩地的纯收入不过四五百元，与租金相差无几。不过自己种粮一般不再需要额

外买米买面。
参见新浪财经:《耕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达 4． 7 亿亩 交易不规范致纠纷高发》，http: / / finance． sina． com． cn /china /gncj /
2019－06－04 /doc － ihvhiqay3606248． shtml。
具体参见中国政府网: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70 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大幅提升》，http: / /www． gov． cn /xinwen /
2019－08 /16 /content_5421576． htm。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 年农民工监测报告》，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zxfb /201904 / t20190429_166－2268． html。



为留守妇女从事非农兼业创造了可能。
三、现阶段留守妇女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已有的研究中，留守妇女面临的突出问题主

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生活生产上的压力; 二是情感婚

姻上的危机; 三是心理感受上的压抑和孤单［12］。调

研发现，现阶段留守妇女同样面临这些问题，但问题

的严重程度更甚，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更受局限，并

且最大的困难转变为照料困难，还出现了新的疾病

困扰。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考

虑到现阶段留守妇女面临的这些突出问题。
( 一) 照料负担加重，照料周期延长

10 年前课题组调研留守人口时，土地曾经是留守

妇女留在农村的缘由之一，也是农民工能够“以工人

的身份在城市被使用、以农民的身份在农村被再生

产”［13］(PP51－83) 的重要原因，是其失业和年老病残时的最

后保障。于他们而言，“守土”和“离乡”同等重要［14］。

如今，一年种田( 粮) 所得，不过是“出去打工十几天的

工资”。因此，现阶段留守妇女的“走不了”通常具有

两层含义: 一是因年龄、疾病或其他原因不被市场所

需要; 二是照料已经上升为现阶段留守妇女留守的主

要原因和负担。不仅照料的时间延长，照料负担加

重，而且照料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也发生了变化。
案例 1: LXＲ，54 岁，小学毕业，育有一儿一女，

儿子 28 岁，儿媳妇跑了，留下的孙子 6 岁; 女儿 19
岁，读高二。公婆都还在世。丈夫在福建维修家电，

每月收入约 3500 元，一年回家一次。因为公婆身体

不好，LXＲ 在 35 岁生下女儿后就没有再出去打工，

一直在家照料公婆、儿女和孙子。家里的 3 亩多地

都流转给了一个种粮大户，自己只种一点菜。
案例 2: ＲYP，50 岁，初中毕业，育有二女一子，

女儿均已出嫁。ＲYP 患有淋巴癌，儿子患有急性白

血病，丈夫常年失联。儿子患病后，丈夫才开始向家

里提供经济支持，之前都靠 ＲYP 通过务工收入抚养

女儿和儿子、供养婆婆。目前 ＲYP 因病已不能打

工。她早年信仰基督教，儿子在患病后也开始信仰

基督教，教会为她们提供了一部分医疗费用和衣物。
ＲYP 的母亲患有结肠癌，婆婆不久前又摔断了腿，生

活无法自理。她现在需要照顾婆婆、母亲和儿子，还

要帮着照顾二女儿的儿子( 5 岁) 、刚出月子的大女

儿及其孩子。
案例 3: WJY，50 岁，文盲。WJY 曾在 1 岁时患小

儿麻痹，导致不良于行，不能干农活。女儿 26 岁，在

外务工。娘家父母养育的 3 个儿子都不能提供日常

照料，她还需要不时地回娘家照顾父母。当初她嫁给

丈夫时，丈夫的父母及奶奶都需要人照料。丈夫正是

因为家中负担太重，才娶了身有残疾的她。夫家 3 位

老人中最后过世的婆婆曾瘫痪在床四五年，生活不能

自理，WJY 照料起来非常吃力。有次婆婆从床上摔下

来了，她想把婆婆扶起来，但有一条腿不能用力，两人

都摔倒了。她磕伤了头，婆婆摔倒在尿盆上。婆婆一

边哭一边骂自己“怎么还不死”，她也跟着婆婆哭。

以上 3 个典型案例反映了现阶段留守妇女的一

些重要特征。
( 1) 随着生命周期的推移，与之前的留守妇女

相比，现阶段留守妇女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开始需

要照料三代人。因缔结婚姻时年龄偏小，生育期偏

长，已经成为奶奶的留守妇女往往有公婆需要供养，

还有子女未及成人需要照顾，三代人的照料压力集

于一身。如案例 1 中的 LXＲ，从 35 岁至今已经照料

患病的公婆近 20 年，期间还需照顾年幼的儿女，在

女儿 13 岁时又增加了一个孙子需要看顾。
( 2) 因病返乡和因病、因残未能外出务工的留

守妇女同属于被市场筛选后的“剩余”群体，她们主

要依靠丈夫的收入维持生计。即便如此，她们仍然

需要承担照料工作，照顾家庭中更为体弱的成员。
如案例 2 中患癌症的 ＲYP 和案例 3 中患小儿麻痹

症的 WJY 还需要照料生病的老人和子女。这种照

料负担的加重和周期的延长是留守妇女生命周期、

市场筛选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上也受国家早

前城市和工业偏向的发展路径的影响，即在农业无

法为家庭带来足够收入的情况下，留守妇女主要因

照料而留守，而非因土地或农业生产而留守。
在调查组所调研的某些农村，照料甚至已经成为

一种婚嫁资本。如河南某些地方，女方对聘礼的要求

是男方有“房子、车子和小老婆子”。“小老婆子”即

指男方的母亲年龄不能过大，以方便未来照料孙辈，

有些村庄还具体到了年龄( 不超过 46 岁) 。如果婆婆

年轻，能够照料孙辈，夫妻两人就可以同时外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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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妻子也不会正值年富力强时就因为公婆年事已

高需要照料而返乡。这深刻反映了留守妇女现阶段

的主要留守原因以及面临的最大压力———照料。
( 二) 应对机制匮乏，婚姻危机更具伤害性

已有的研究对中国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描述并

不一致。多数研究认为，夫妻长期分居会对留守妇

女的婚姻产生负面影响。留守妇女与在城市务工的

丈夫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信息、知识、社会关

系、价值观、思维方式都可能出现不协调和不同步，加

上交流和沟通不顺畅，留守妇女的婚姻容易出现危

机，这直接导致了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

难［15］(PP105－106)［16］［17］(PP182－183，P186) ，而且婚姻危机与丈夫的经

济收入和职业地位变化高度相关［18］(P72)。还有一些留

守妇女在丈夫长期外出时出现了婚外情，导致家庭破

裂［19］(PP63－65)。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大多数农民很少与

城市市民往来，交往圈子基本上是与自己相似的农民

工，再加上经常回家，因此，对于一般的留守妇女而

言，夫妻之间的差异性变化并不大［20］(PP125－136，P207)。另

外，农村的离婚与再婚成本偏高，在纵向的亲子关系

和家庭整体利益为先的情况下，夫妻分居的模式并不

会对婚姻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农村婚姻仍然体现出

较强的稳定性［21］。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都有可能

出现婚姻危机，而留守妇女家庭遭遇婚姻危机的也只

是少数［22］(PP99－108)。一段时间的分居反而会增加夫妻的

感情，产生“久别胜新婚”的效应［23］(PP90－93)［24］(P122)。由于

夫妻之间的性别分工和角色功能互补，分居的婚姻关

系并不会变得不稳定，反而会更加和谐［25］(PP130－134)。
无论理论上的推论如何，已有媒体报道，2012

年农民工“临时夫妻”的数量在 10 万以上瑏瑡。这一

现象意味着，有同样数量的留守妇女婚姻已经出现

了问题。尽管琳达·麦道威尔 ( Linda McDowell) 认

为，流动几乎总是带来与性别有关的重新协商［26］(P3) ，

但留守妇女在这一协商过程中显然处于弱势地位，现

阶段的留守妇女尤为如此。一般而言，婚姻危机最终

导致的结果无非婚姻破裂或婚姻继续维持两种，这两

种结果里留守妇女有可能得到或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表 2 列举了留守妇女在婚姻危机中的不同处境。

表 2 留守妇女在婚姻危机中的处境

是否给予补偿 婚姻破裂 婚姻维持

给予补偿
留守妇女得到离婚补

偿和子女赡养费用

丈夫结束婚外情，回

归家庭

丈夫继续婚外情，继

续供养家庭

不予补偿
留守妇女被离婚 ( 被

抛弃) ，得不到补偿

丈夫继续婚外情，不

再供养家庭，包括原

生家庭

注: 根据 2013 年、2016 年调研资料整理而成，“补偿”指经济补

偿与情感补偿。

通常，无论是继续维持婚姻还是婚姻破裂，留守

妇女得到补偿的情况都较为少见。在婚姻破裂时，

留守妇女主动离婚的情况并不常见，很多被迫离婚

的留守妇女只能回归娘家，并且在父母兄弟的安排

下迅速再婚，如案例 4。

案例 4: YQP，47 岁，小学文化。21 岁经人介绍

嫁给第一任丈夫李某，育有一女一子。在女儿 8 岁、

儿子 6 岁时，在外务工的丈夫李某提出离婚。当时

李某已经在广东开厂，并与他人同居。YQP 在丈夫

提出离婚后精神状况开始变差，坚决不同意离婚。

李家随即起诉离婚。在 YQP 父亲和三个兄长的力争

下，儿子判给了已经结扎的 YQP，并带回了娘家出钱

购置的家具。经父亲安排，YQP 带着儿子很快嫁给了

第二任丈夫支某，并通过试管婴儿手术在 32 岁时为

其生了一个女儿。支某家境困难，母亲早亡，有四个

姐姐，是家中独子，支某的父亲在孙女出生后不久也

亡故了。YQP 在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慢慢失去了劳

动能力，不知饥饱，不知早晚，干不了农活，经常忘记

给儿子和小女做饭，只记得自己生育了三个孩子，记

得留在前夫身边的大女儿。YQP 的父母已经年近80，

还年年来给她种花生和稻子。2018 年，YQP 的母亲

腰椎劳损，再也直不起腰来，不能继续照顾女儿，只能

请同住的二儿媳妇帮忙照应。YQP 已经被确诊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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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参见赛巴尔·达斯古普塔著，丁雨晴译: 《印媒: “临时夫妻”折射中国农民工窘境》，2013 年 5 月 17 日，https: / /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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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分裂。其家族无精神病史，其子女也无精神病史。
有研究表明，当婚姻发生危机时，绝大部分留守

妇女宁愿守着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也不愿离婚，因

为留守妇女往往既无法了解丈夫打工的实际收入，

也难以取得丈夫存在过错的直接证据，离婚对她们

不利［27］(PP26－28)［28］(PP54－57)。在父权制和“从夫居”的传统

下，离婚时她们很难获得土地、房屋等重要财产的分

割权，娘家也通常早没有了属于她们的土地和住

处［14］(PP152－166，P224) ，处于弱势的留守妇女还难以争取到

子女的抚养权。因此，婚姻破裂对她们而言不仅意

味着失去生计来源和安身之所，而且意味着骨肉分

离。也有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等地的调研表明，在

涉及打工人员的离婚案件中，农村留守妇女离婚案占

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女方主动提起离婚的占到一半

以上，但这并不是因为留守妇女维权意识的觉醒，而

是因为丈夫已经“失踪”，不再供养家庭［29］(PP176－178)。

我们的调查表明，被迫离婚的留守妇女往往也被迫

迅速再婚，再婚的情形更加不容乐观。被迫离婚的

留守妇女通常会嫁给家庭贫寒、丧偶或离异的男性，

这也是 YQP 当初坚决不同意离婚的主要原因。所

谓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正源于此。而在继续维

持婚姻时，留守妇女也常需忍受丈夫的出轨，只要丈

夫还肯继续提供经济供养即可，如案例 5。
案例 5: SHF，45 岁，文盲。她在婚后不久生了

一个女儿，后来再没有生育。现在女儿已经出嫁。
SHF35 岁时得了肺气肿，每年要动 1－2 次手术，每次

手术要 4000－5000 元。她不能再种地，也不能提重

物，主要靠丈夫的打工收入维持生计。邻居说，她丈

夫“非常有女人缘”。有一个女人还给她丈夫生了

个儿子。那个女人跟自己的妈妈抱着刚生下来 3 个

月儿子来到 SHF 家，把儿子留下就走了。SHF 就一

直抚养着丈夫和那个女人的儿子。孩子现在已经 6
岁了。当初丈夫怕 SHF 对自己的儿子不好，还经常

回来。但 SHF 把这个孩子看作自己下半辈子的依

靠，待他如同己出，最担心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会回

来把他接走。后来丈夫放心地把孩子交给 SHF 抚

养，但回来得就没有那么频繁了。丈夫给 SHF 钱养

家，也买东西回来，就是不跟她过性生活。
2016 年的调研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或多或少

有遭遇婚姻危机的留守妇女。村庄对这些处境困难

的妇女并不友好，她们的故事通常成为村民茶余饭

后的谈资和笑料。在上述案例中，留守妇女面临的

婚姻危机被自身的脆弱性放大了，其中最明显的莫

过于现阶段的留守妇女受年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

程度所限，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占优势，在经济上难以

独立，无法独自供养家庭。而在婚姻市场上，她们同

样会因已婚的身份受到歧视，有些留守妇女还因疾

病、结扎或年龄等原因丧失了生育能力，这些进一步

强化了她们的弱势地位。可以说，当留守妇女的生

活重心转为照料时，她们独自谋生的能力也在被日

益侵蚀。这使她们在面对婚姻危机以及其他风险时

十分脆弱，几乎没有很好的应对手段。
( 三) 长期两地分离，丈夫带来新的疾病和隐患

外出务工人员带回村庄的不仅仅有务工收入、
新的信息、技术、知识和理念，还有新的疾病。针对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研究表明，快速的人

口流动是艾滋病广泛传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艾滋

病的肆虐与当地的人口流动密度呈正相关关系。
2003 年的调研数据表明，外出务工增加了感染艾滋

病的风险，两者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务工者与家

庭和原生社区的疏离是两者显著相关的重要中间变

量［30］(PP282－288)。而留守妇女对艾滋病的危害了解不

深，对艾滋病防护的知识十分匮乏。最近一项在黑

河市的调研发现，留守妇女对性行为中使用避孕套

的赞同率仅有19． 23%［31］(PP274－275)。一项在河南的调

研发现，1800 名留守妇女中，95． 7% 的夫妻性生活

是由丈夫决定的; 而留守妇女自愿参加艾滋病咨询

检测率仅占 3． 2%［32］(PP2251－2254)。另一项在河南的调

研表明，留守妇女对丈夫的婚外性行为及艾滋病的

危害了解较少，77% 的留守妇女在夫妻性生活中从

未使用过避孕套［33］(PP57－60)。一项在云南的调研数据

显示，在被调查的 500 名留守妇女中，有 42． 4%的妇

女担心丈夫会将艾滋病传染给自己，但夫妻性生活

中未使用避孕套的比例 仍 然 高 达 61%［34］(PP543－547)。

另一项在广西梧州的调研表明，留守妇女感染艾滋病

的比例为 0． 5%，感染梅毒的比例达到1． 5%［35］(P69)。
与非留守妇女相比，留守妇女感染性传播疾病和非

性传播疾病的风险明显更高，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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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36］(PP36－38)。

课题组的调研发现，四川省某县从 2001 年开始

统计艾滋病的数据，迄今累计 900 人感染艾滋病，存

活至今的有 700 多人，其中 90%是因性传播而感染，约

130 对夫妻双方患病，约 100 对夫妻单方患病，约 290 人

是未婚或丧偶，剩下的 70 余人因病离异。患者中城市

和农村比例大约为 1∶ 6，男女比例为 2． 3∶ 1，有六成左

右的患者曾外出务工。患者以 30－50 岁的青壮年为

主，占 50% 以上。而且，农村的艾滋病患者以及 60
岁以上的老年男性患者呈增加趋势。该县对于艾滋

病患者配偶的知情权并没有保护措施，没有强制告

知的具体规定，就连在婚检时查出艾滋病也只是自

愿告知。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劝导疑似患者携家

属一同听取检查结果，但也有 10%－20% 的已婚患

者不愿意告知配偶。夫妻双方均感染艾滋病的，基

本上是男性将疾病传给女性。在我们调研的村庄，

大多数贴有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标语。
综合而言，虽然缺少全国性的统计数据，但婚外

情、商业性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性传播疾病已经成为

农村留守妇女的新威胁。留守妇女对艾滋病不了解，

缺少防范意识和措施，极易成为受害者，有些还将疾

病传播给了孩子。我们调研的四川某县，感染艾滋病

的儿童就有 4 个，他们的父亲都是外出务工人员。
四、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转机与面

临的挑战

以前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流动

对留守人口的影响，以及他们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应

对生活中的变化。这些影响研究在特定的背景中研

究人口流动和留守现象或许有其重要性，但我们越

来越不满足于描述农民工及其留守家庭成员的悲情

境遇，不满足于描述之后加上几点建议形成研究成

果。人口流动研究需要回归到最根本的“谁获益，谁

受损”的政治经济学拷问，哪些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

到重要作用? 以及最重要的问题———如何改变这一

现状? 在偏向城市、偏爱资本的宏观环境下，中国的

外出务工现象为留守群体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社会成

本，而他们所获得的物质补偿却微不足道。不同社会

行动者所采取的一些社会行动和对策或许可以分担

一些社会成本，但是为数不多，难以持久，也未能切

中要害。
因此我们认为，对留守人口的研究不能囿于微

观层面的案例分析，而需要看到宏观层面的结构、权
力等制约性因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微观案

例带来的细节困惑，体察到国家和社会互动中生命

政治的运作和关怀的转移。人口管理就是一种生命

政治，它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易于管理

的劳动力。暂住证、收容所、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城
管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手段让劳动力的洪流

只能按特定的河道流动，使留守成为中国长期存在的

现象。留守现象导致的最重要后果是关怀的转移。
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世界的中产阶级安然享受着第三

世界的保姆和护工对幼儿和长者、病患的照料，而这

些照料者留守在故乡的家人却无人看护。中国的城

乡二元体制让关怀在城乡之间、性别之间、代际之间

出现不同程度的转移、失衡，甚至逆转。在对策研究

中，留守妇女通常作为关怀提供的主体( 先不论这种

社会角色设定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而常常

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她们也应当是被关怀的对象。
除却饥荒、战乱等因素，举家迁移在社会经济状

况稳定的情况下是较为罕见的现象。因此，留守人

口与留守现象并不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特有的产

物。不过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这一问题得以扩大、
加剧和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守妇女现象将长

期存在，她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早前的研究曾经将“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和

“缺乏安全感”归纳为压在留守妇女心头的“三座

山”［37］(PP54－60，P73)。而课题组在近期的调研中发现，留

守妇女出现了人数显著减少、留守地域上移、农业生

产活动减少、兼业劳动相对增多的新特点。我们认

为，这些新特点是市场力量与国家政策共同作用的

结果。市场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将健壮的、受过较

好教育和训练的农村劳动力抽卷出来，留在农村的

妇女大部分不再年富力强，或者身患疾病、身有残

疾，她们成为事实上不被市场需要的“剩余人口”。
这部分留守妇女的日常主要工作就是照料和 ( 或)

陪读，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丈夫的务工收入。
留守妇女照料他人的周期延长，被照料人的范围扩

大，照料负担更加沉重，而在长期的照料、陪伴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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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中，她们独自谋生的能力也被日渐消磨，这使得婚

姻危机和疾病困扰对她们的破坏性成倍放大。
所幸的是，党和国家一直在努力弥合城乡差距，

消除贫困，振兴乡村。中国的城乡关系因此经历了

城乡二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等不同

阶段的转变。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两项重大工程的推进，农村出现了大量劳动密集

型的“扶贫车间”。传统产业的复苏和新兴产业的

涌现使农村留守妇女拥有了很多“在家门口就业”
的机会，留守妇女的兼业收入得到提高，劳动技能得

到提升，有了被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可能，她们在应对

婚姻危机和疾病困扰时也有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和

信息渠道。值得注意的是，照料仍然是现阶段留守

妇女的主要职责和义务。例如，课题组 2019 年在湖

南宜章县 XF 村的调研发现，办在村里的“扶贫车

间”最初是一家制衣厂，但因为招不到足够的能全天

候工作的熟练女工，只能退出经营，将场地转包给一

家做数据线的电子器材厂，后者能够更灵活地利用留

守妇女的闲暇时间。因此，“精准扶贫”之后，乡村振

兴战略的具体实施还需要注意留守妇女的这些特点，

给她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关怀，更多的技能培训和医

疗资源，使她们能够积极地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并

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更加自立、更有尊严的人。
综上所述，留守妇女问题要得到根本的解决，除

了目前的帮扶救助部门所做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国

家在发展政策上做出类似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性

调整，并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有效地重构农村留守妇

女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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